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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人文學研究中心補助「人文學專家著作研讀會」

英文中國哲學著作讀書會第四次會議記錄

時間：2010/4/17 下午 14：00~18：00

地點：東吳大學第二教研大樓 D0825 會議室

報告人：沈享民、陳振崑

主題：

1. The materialistic opposition of the Academy of the Eastern Forest (東林書院)

2. Gu Xiancheng 顧憲成 (1550-1612) and Gao Panlong 高攀龍 (1562-1626)

3. The rise of the last dynasty (Qing 1644-1911) and reactions against

Manchurian domination
4. Materialist epistemology of the nationalist Wang Fuzhi 王夫之 (1619-1692)

主持人：李賢中

與會成員：

李賢中、陳振崑、沈享民、黃偉雄、周穎君、張佑禎

記錄：張佑禎

導讀與問題討論：

沈享民教授導讀：

首先，羅亞娜教授特別談顧憲成、高攀龍，其用意何在？過去除了已過世的古

清美教授，哲學史較少談此兩人。

而這本書是談中國知識論，是否能與其它主題，例如中國倫理學區分？中國知

識論有什麼特色可被突顯？若不能作到這一步，選材和選擇對象、主題還需要

再深化，才能區分，否則我們都還在起步階段。

第 9單元 The materialistic opposition of the Academy of the Eastern Forest

東林書院之物質主義式的反抗

這裡用物質主義說明東林書院，令人不太習慣，就如以 idealism 說明王陽明，

也令我不太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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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為什麼要用許多思想史的材料，來討論哲學？思想史與哲學史並不同，

談哲學史多在系統的轉變，是否需要介紹這麼多思想史背景？這是否會造成作

哲學史過大的負擔？哲學史與思想史主題並不同，例如胡適提倡民主、科學、

白話文等，在思想史地位重要，但在哲學史多半只占一小節。又如韓愈的古文

運動，歷史界會談，談在哲學史不一定多談。在此，羅亞娜教授多以思想史來

談。

本節論述思想史背景，全以 Wolfgang Bauer, 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Philosophie (München: Verlag C. H. Beck, 2000)為本。下節討論顧憲成與高攀龍兩

人的哲學，皆引黃宗羲《明儒學案》，作者自譯為英文。高攀龍的生平引述 Alfred

Forke, Geschichte der neueren Chinesischen Philosophie Ⅲ (Hamburge: R.

Oidenbourg Verlag,1934)，而顧憲成的生平則闕如。

第 67 頁~~

1 東林書院人士其實並未反對新儒學（理學），也沒有拒斥理學中最唯心傾向的

一派，後者是由王陽明所建立的。反倒是，東林人士將其批評導向反對表達在

王畿的頓悟知識論（epistemology of instant comprehension and

enlightenment）的某些趨勢，尋求強化錢德洪的漸修立場，此一立場提倡理會

的內省方法（the introspective method），而奠基在系統的與漸進的自我修養。

就他們來看，頓悟說既然否認了善與惡之間的絕對界線，便提供了危險地詮釋

倫理前提的基礎。他們深信這些詮釋引發了李贄與反叛者之流的頹廢哲學，其

觀念會導致整個傳統價值系統的衰敗與瓦解。同時，他們意識到，正是這個價

值系統要為朝廷佞臣的殘酷宰制負根本的責任。但是東林書院更進一步，不只

回到朱熹，在某個意義上也回到理學之初的張載，甚至更遠回到董仲舒。某些

書院的領袖人物愈來愈站在朱熹理（principle）氣（ethereal substance）異

質差別觀點的對立面，變得毫不妥協。他們強有力地論證反對這個觀念的必然

效應，根據此觀念，人性本善，而人後天的積習，即使本身不是惡的，至少是

惡之所以存在的理由。

(西方人常以新儒學來講理學，但是新儒學常是用以區分原始儒學，其包含清代

儒學，而不只宋明理學。羅亞娜教授則以新儒學來講理學。)

(這裡提到錢德洪重視內省，但用 introspective，看來有問題，知識論講

introspection，是對自己觀察，是了解自己感受的獨特方式，而且人人都有，

例如「痛」，我觀察自己則可知道自己痛，不需要他人證成，外在知覺的方式則

為 perception。但錢德洪的漸修與 introspective method 的關係何在？

而羅亞娜教授以 introspection 為「慎獨」，在第 353 頁即可看到，但錢德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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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特別講「慎獨」？我不確定。)

(而王畿是否是取消善惡界線？牟宗三先生並不認為，他認為王畿是把王學提升

到更圓融。只是當時這種說法看來，是打掉善惡界線。)

(而在此講知識上回到朱熹，本體上回到張載的天地一氣，但是這兩者是否會衝

突？羅亞娜教授沒再作討論。而為什麼說東林書院回到董仲舒？羅亞娜教授看

來沒有明說。)

(羅亞娜教授提到，東林書院反對朱熹理氣二元，為什麼反對？因為會有必然效

應，這種效應為何？也許是說惡是後天的，但東林書院為什麼反對？羅亞娜教

授看來沒有明說。)

(而關於朱熹討論對惡的來源，常歸於氣，但是造成了自然之惡與道德之惡不

分，例如地震與做壞事就是兩回事。)

陳振崑教授：

朱熹也講「心」，「心」是道德主體，作壞事是因為「心」，而不能怪「氣」。「心」

也受氣限制，而可能不順著性，可能「性其情」或「情其性」，這當中保留道德

抉擇。因此理氣論是存有論，道德則是談心性論問題。

沈享民教授：

朱熹談欲是來自氣，而心也是氣，是靈，而用心以克制欲望，但來源都是氣，

為什麼心卻能克制欲望？

陳振崑教授：

朱熹講「心具眾理」，可能與陸九淵相近，但牟宗三先生以為，朱熹的「心」不

是「本心」，而是「氣心」，「氣心」在此就有困難。但朱熹仍說心具眾理，「心」

是主宰心，心是經驗，會面對其情境，如果是本心則是超經驗，即免於道德決

斷，陸九淵的本心，沒有在兩難的情境，所以朱熹論「心」，可以看出其用盡苦

心，但牟宗三先生則以二選一的方式問，若不是氣心，又不是本心，那「心」

到底是什麼？

沈享民教授：

可以再問誰談道德，能夠講得更恰當。因為即使是本心，不代表陸九淵道德的

講法，更接近我們的道德生活。

李賢中教授：

朱熹的氣心，是否在發揮「統」的作用。

沈享民教授：

有些老師，如馮耀明教授，以朱熹的心是本心，但朱熹的本心不同於陸王所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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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心。朱熹講的心也許更近於我們的道德生活。但朱熹引發許多問題的討論。

也許羅亞娜教授可以延伸討論一個問題，惡從何而來？

沈享民教授導讀：

2 當東林書院人士試著重建內外領域的統一，身與氣（substantiality）又成

為討論焦點。然而，當時此統一早先為王陽明從內部出發來設定，亦即，依循

自我反思的心與其良知（innate knowledge）的概念，書院哲學家反倒強調複

雜外在現象的影響，尤其強調習俗意義下的社會化的作用。用知識論的語詞來

說，這個趨勢主要表現在強調「行」（action, or implementation）的概念，

從這個觀點來看，行是一切理解的必要先決條件。正如我們所知，知與行這一

對範疇什麼要素具有其優先性的議題，構成了傳統的、以及現代中國知識論的

重要論辯。東林書院倡議行的優先性，與正統理學兩相對照，形成最後中國王

朝期間意識型態鬥爭的舞臺；因為這代表了一個新而顯著的物質主義的立場，

而為理學傳統的對立面。（在所謂的「漢學」與「習學」[practical learning,

實學？]裡頭，這個對立面的觀念與其知識論的發展將在本書後文詳細檢討）

(為什麼氣是 substantiality？良知為什麼是 innate knowledge？西方笛卡爾

講 innate knowledge，但良知是否為 innate knowledge？也許中文轉變成外文，

都有類似的問題。

這裡講到書院強調習俗意義的社會化作用，為什麼可以這麼說？羅亞娜教授也

沒有說清楚，但也許是道德重整運動。孫中山先生曾講知難行易，代表革命意

圖，朱熹以為時間上是知先行後，但重點在行，而王陽明則是知行合一。東林

書院則強調行的優先。

這裡「漢學」與「practical learning」對抗，但 practical learning 是什麼？

是習齋嗎？第 68 頁是寫「習齋」，但習齋應該是顏習齋，這是人名。羅亞娜教

授是否是指實學？還是習學？)

李賢中教授：

這裡講 the School of Practical Learning，應該是指學派，可能要再校正。

沈享民教授導讀：

3 書院的另一個趨向，後來也對統治意識型態產生重要效果的是，對儒家的原

始形式或本來面貌的探討。特別是在危機時代，「回顧」或強調過往的重要性，

構成了儒家思想的基本特徵之一；書院對古代的、理學之前的文本探討，也因

此與儒家精神的這個面向完全一致。雖然過去時代的榮光之所以被激發，乃是

由於想要重建所謂的已逝遙遠年代的和諧秩序，但此舉乃以文本分析為根據，

也為進入（或瞭解）經典奠定了新方法論取向的基礎。這些新方法，在清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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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學術圈中還沒有開花結果，卻導致體認到古代文獻包含了許多與當時流行

思想相衝突的觀念。

4 自十七世紀以降，留連於重新回復古聖先賢的純正世界觀，並不斷致疑於留

存傳統的可靠性，與原始模型的實際轉變的可能性之間，兩者的張力在很大的

程度上界定了儒家，而且由之也界定了整個中國哲學的本質。

第 10 單元 Gu Xiancheng 顧憲成  and Gao Panlong 高攀龍

顧憲成與高攀龍

第 70 頁~~

顧憲成與高攀龍這兩位書院的奠基人物，在各自的哲學之中，挪用了不少

王陽明的概念，而兩人的知識論吸收了理學唯心論一派的基本觀念，諸如心與

良知等等。

兩人均以各自的方式定義了理解的方法，也就是格物之方，這是理學的根

本。在絕對倫理價值的意義下，兩人也都反對王陽明的無善無惡說，此舉也為

稍後書院的追隨者對理學（特別是心學派）的嚴厲批評定了調。在這方面，這

兩位哲學家回到儒家學說的孟子詮釋，倡導人性的天生善性。顧憲成的本體論

早已清楚地發展了此一精神，拒斥心學派的唯心論，並肯認氣作為存有的重要

元素的核心意義。

對顧憲成而言，甚至於心（或意識），亦即心學一派認為既是最基本也是最

完整的存有本質，乃是以某種氣為基礎，雖則此氣不可等同於傳統西方論述意

義下的物質：

「心之所以為心非血肉之謂也，應有個根底處，性是已。」

(這裡講心以氣為基礎，但為什麼引這段文字？這段文自是講性。)

顧憲成論證：此性天生內在於每一個人，而且因為它代表了生命最基本的

生機潛能，也含攝了所有實存的德性，於是可視為絕對的善。此一立場隱含著

對理學二元論世界觀的批判，根據此一世界觀，一切現象（包括倫理現象）在

本質上是兩極的，也因此被書院的追隨者（或東林黨人）看成本質上是依違兩



6

可的。顧憲成也相信此性提供了理解的基礎，此說法與王陽明所瞭解的良知或

李贄的童心概念有相似之處：

不學不慮所謂性也，說者以為由孩提之不學而能，便可到聖人之不勉而中，由

孩提之不慮而知，便可到聖人之不思而得。【此猶就聖人孩提分上說。若就性上

看聖人之不勉而中，恰到得孩提之不學而能，聖人之不思而得，恰到得孩提之

不慮而知耳。雖然猶二之也。原本只是一個，沒些子界限，故曰「大人者不失

其赤子之心」者也。】

(羅亞娜教授看來有誤會，孩提心是孟子的概念，而非李贄。而且羅亞娜教授的

引文有問題，她只引兩行，但她所引的，剛好是顧憲成不同意的，這兩行引文，

是別人的想法，以為聖人與孩提仍有分，但顧憲成本身以孩提與聖人相同。)

是以，人性被看成是一穩定的直線，連結孩提本能與聖人智慧。然而，此

性也蘊涵普遍性的要素，不同於佛教的個體化的知覺概念（the individualized

Buddhist concept of perception）。這個普遍性要素本身表現在一切存在的普

遍特徵之中，也就是「理」概念，這個概念，依理學的觀念來說，被當作合理

性的、結構性的、也是無所不包的原理。

「吾儒以理為性，釋氏以覺為性。語理則無不同，則人而禽獸草木而瓦石

一也。雖欲二之，而不可得也。語覺則有不同矣。是故瓦石未嘗無覺，然而定

異乎草木之覺；草木未嘗無覺；然而定異乎人之覺。雖欲一之，而不可得也。

今將以無不同著為性乎，以有不同者為性乎。」

(這段引文，書中有錯字，都把「者」寫成「著」。)

(在此，羅亞娜教授看來沒有帶出顧憲成的特色，以王陽明來說，他的哲學特色

在致良知，但這裡沒帶出顧憲成的特色。)

高攀龍將「理」概念瞭解為元始實體的一部分。在朱熹的二元論世界觀架

構中，「氣」概念也被看成一實體極軸（a substantial pole），而與理想的本

體論之「理」概念相反。在高攀龍的闡述發揮下，氣是以一整體論的方式來瞭

解，即作為一基本的存有項目。所以，心與性都是此一基本存在體的個別形式，

含括了物質性的與觀念性的現象：

「天地間渾然一氣而已，張子所謂虛空即是氣是也，此是至虛至靈有條

有理的，以其至虛至靈，在人即為心，以其有條有理的，在人即為性。」

由此，物質（氣）與觀念（理）之間的界限，這一個新儒家理學派就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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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難題(這裡的理氣難題，是自己加的。)，又再一次被遺忘。依高攀龍，精

神與氣質只是唯一基本實體的殊相（modification）。就某個意義而言，我們想

到量子理論，也想到古代中國哲學的整體論取向，物質的極微粒子被看成具有

非氣質（non-substantiality）的特性，而精神不斷地透過積累過程轉化自身

成為氣質。由此，這兩種存有的形式在本質上彼此並無不同，精神與氣質可視

為一體兩面。此外，此一存在體的心極與物極是相互關聯的。

「氣之精靈為心，心之充塞為氣。」

基本上，心即是無所不包的自然之理的原則。當人心清除了所有染污的現

實意念，擺脫了所有煩惱欲求的負擔，便能根據此無所不包的理流入或融入不

可分的統一體。【與天地萬物為一體？】

「人心明只是天理。」

(我不理解量子物理學，但是否可用量子力學，來說高攀龍的理論？不過在此，

可以接受她的結論，心能表現自然之理。)

高攀龍的基本知識論概念是真心（the real mind），這在李贄的知識論裡

已經提出了。在此，高攀龍體認到太極之極則（the maxim of the ultimate

pole），瞭解為一種普遍之理的高峰：

太極者，理之極之處也。其在人心湛然無欲，……無欲之心乃真心。真

心

斯太極矣。

(羅亞娜教授這裡的意思為何？不清楚，也許是指，高攀龍指出心純化，即是真

心，真心顯現，理就顯現，最高峰就是太極。)

高攀龍所瞭解的理學的格物原則是一種對現象認知反思的方法。

「纔知反求諸身，是真能格物者。」

(羅亞娜教授這裡 reflection，但這裡有點蹊蹺，反求諸身與反省不同，反省是回

去再想想，反求諸身是看自己是否有這些東西。高攀龍講格物、窮理、反求諸

身，看來不只是講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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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理解體會的方法是一種演繹 deductive 法：

窮理者，格物也，知本者，物格也。窮理，一本而萬殊，萬殊而一本。

(羅亞娜教授為什麼說高攀龍是演繹法？演繹、歸納各有它們的意思，「一本而萬

殊」、「萬殊而一本」與演繹的關係為何？如果說演繹是普遍到個別，歸納是個

別到普遍，雖然也不一定是這樣說，只是高攀龍看起來好像有歸納法，羅亞娜

教授似乎有漏掉。)

除了強調理性與分析的反思之外，高攀龍也重視慎獨（內省）的方法 the

method of introspection ，就像大多的東林書院追隨者一樣，他也運用漸修的方

法：

所謂注一也，習之久，自當一旦豁然。【「注」，當為「主」】(注是錯字)

(高攀龍重視慎獨，但也許是大家都提慎獨，高攀龍是否有其特殊意義？是否像

劉蕺山一樣，有其特殊意義？)

(羅亞娜教授仍然沒標定高攀龍的特別意義，比如王陽明哲學的特別意義，是「致

良知」，朱熹則是「理一分殊」或「心統性情」，羅亞娜教授應該提示高攀龍哲

學的特色。)

(羅亞娜教授談顧憲成與高攀龍，是引用《明儒學案》，她取用的文本有蹊蹺。《明

儒學案》是黃宗羲作，而黃宗羲的老師是劉蕺山，《明儒學案》的重要性，有的

是他自己判斷，或依循劉蕺山，所以《明儒學案》相當複雜，羅亞娜教授似乎

沒注意到，文本是根據黃宗羲，或是劉蕺山，或是顧憲成與高攀龍自己。古清

美教授也提到，東林學案有黃宗羲自己的判斷，不一定是高攀龍的想法。再以

《宋元學案》為例，有的內容根據是劉蕺山，但當代考證之後，表示劉蕺山的

編排是錯的，羅亞娜教授看來沒注意到這些差距。)

黃偉雄助理：

關於演繹與歸納的問題，這應該是較鬆的用法，可以理解羅亞娜教授的意思。

例如，Plotinus 太一流出說，也可以理解成演繹。

而關於顧憲成談心性的問題，也許心性關係、童心、心之初，與性有關聯。

羅亞娜教授也許是理解成一貫的。例如第 17 頁，談孟子人心傾向善，這裡人

心是 human nature，第 71 頁，引用「不學不慮謂之性」，性是 human nature，

這裡應該把性理解與孟子相關， 72 頁引文「天地間渾然一氣而已，張子所謂

虛空即是氣是也，以其至虛至靈，在人即為心，以其有條有理的，在人即為性。」，

這三段引文，作者的理解，也許是一貫的，但是否有差異也是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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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享民教授：

所以這裡提到心，又講性，又連到孩提，可能有一貫的脈絡。

黃偉雄助理：

羅亞娜教授有注意到核心概念，以及氣、心、性的關係，在 72 頁就有對氣的

舖成。

沈享民教授：

也許顧憲成是羅亞娜教授重心性，高攀龍較重視氣。

而在《明儒學案》，高攀龍有神秘傾向，高攀龍有悟道經驗，台大關永中教授

就提過神密經驗知識論，但羅亞娜教授可能沒有注意。

李賢中教授：

關於材料的問題，究竟哪個材料適合知識的主題，剛才提到神秘可以是這個

主題，是否看到哪種材料，適合放入中國知識論主題？

第二個問題是，宋明儒學家的工夫，談到許多狀態與境界，你會以什麼態度

看待？是去實踐這些工夫？還是以為他們並未達到這些境界，而只是對道德

知識的期待？

沈享民教授：

從第二個問題回應，我不認為宋明儒是講假話，他們真有這種體會，但我自

己不會去實踐，我會去分析他們所說的悟道工夫，能不能達到其目的，或是

否有矛盾。

李賢中教授：

而你分析的目標為何？是否是給後人明白？

沈享民教授：

確實是如此，我們也是作歷史工作，看他們的工夫，是否能達到目的，如果

他們不理性，那我就不要再犯。這種工作西方也有，例如，柏拉圖也講靈魂

超生，西方也在探討而不是作，這裡東西方都是一樣，正如朱熹與陸象山，

都是做理性的論辯，我不認為他們是迷信。

至於選材的問題，我們自己也沒作好。如果談知識論，也許主題是在格物致

知，在這個主題下，看看心的能力何在？但再談氣，則可能失焦。

李賢中教授：

可能因為羅亞娜教授選材，常常引大陸學者的研究成果，這也可反映兩岸的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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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問題的討論。而這裡你提出的是問題取向。

沈享民教授：

而對第二個問題，這是中西方都會面對的，我認為他們說的是實話，只是我們

要從中了解是否能得到教訓。

黃偉雄助理：

這裡雖然是談知識，但能否再往前推想？這裡羅亞娜教授講知，推到心的能力，

心與氣有關，推到形上概念，知識論的問題，如果往上推，看來不會不相關。

沈享民教授：

所以必須有所節制，也許可提及，但要弄清你的問題，而不能無限推展。

陳振崑教授導讀：

第 12 單元 Materialist epistemology of the nationalist Wang Fuzhi 王夫之

(1619-1692)
國家主義者王夫之的唯物知識論

A.摘要編譯

由於抱持唯物主義的觀點與愛國主義，王夫之被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們奉為

十七世紀末最偉大的哲學家之一。且王夫之是傳統中國中少數發展出系統的與

融貫的知識論的哲學家之一。(p77)

12.1 Life of political background 生平與政治背景

1.王夫之出身於現今湖南鄉下的智識階層家庭。他 23 歲就通過考試並被允許擔

任地方政府的職務，並花大半輩子在貧困之中。(p78)

(這裡有錯，王夫之實際沒有擔任地方官。)

2.由於明朝急迫地崩潰，他與一群愛國青年設立了一個名為匡社(The Reform

Society)的革命組織。他在組織地方民兵，志圖恢復的抗爭運動失敗之後，回

到他的家鄉。

3.篡奪者張獻忠任命他為地方官，但為王夫之所拒絕。張獻忠竟然抓了他父親。

王夫之為了救他父親，把自己打傷並綑綁著去張獻忠陣營，想要與他父親交

換。張獻忠深受感動，放了他和他父親。

4.王夫之與父親避居到石船山上與世隔絕的茅舍，在此度過他的餘生並完成大

部份的著作。加上了他大量的古典經籍注釋作品，王夫之的著作被編輯成兩個

版本的合集，名為《船山遺書》(The Written Heritage from the Mountain of

the Stone Boat或《船山全集》(The Entire Collection from the Moun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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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Stone Boat) (p79)

5.重法主義：王夫之的著作企圖否定滿清異族統治的合法性，是延伸自他對於

外在世界之物理性質的強調以及他對於實證哲學(pragmatic

philosophy)的興趣。因此，王夫之成為中國近二千年來，首先再

發現到「法」(the law)作為規範社會與政治互動的基礎判準之重

要性的哲學家之一。如同早期的重法主義者，王夫之再發現這基

礎觀念(法)是建立在對於｢道｣的理念的特殊理解上。王夫之把這

種理解看成一種存有的藍圖，以符合一種企圖依據特殊法律而起

作用的機械性(mechanistic)狀態。

(但很多文獻可看出，王夫之對先秦法家有批評。而王夫之以本體論，為否定滿

清的基礎，認為天造萬物，各有其性。王夫之有夷夏之辨，勞思光先生批評其

有種族優越感。)

6.進步的變動觀：因著對於古代法家學派的信賴，王夫之強調合法性作為社會

規範不能是永恆的，而是應隨著社會條件與情境的變遷而改變。這個前提在王

夫之的思想中是與他的進步理念密切地相連結，並正剛好相對反於傳統儒家史

料學(historiography)與政治理論的核心觀念與精神。王夫之的這個進步理念

因此可以代表一個可以質問整體古代中國世界觀的關鍵概念。(但勞思光先生

以為，王夫之的基本理論，仍保留儒家傳統的想法，有許多傳統儒家政治上不

變的想法。)

王夫之也確認了實體的不可毀滅性，他宣稱當實體連續不斷地改變形式

與表象的同時，實體的本質從量(quantity)的角度看仍維持不變。王夫之說：

「氣……其本體不為損益。」(Wang Fuzhi,1975, I ,p.3)

7.名實論：王夫之的唯物主義世界觀清楚地顯現在他知識論之語言學面向

(linguistic aspects)的解釋裡，更特別顯現在他處理「名實關係」這經典課

題上。

王夫之說：「名非天造，必從其實……知實而不知名，知名而不知實，皆不知

也。」(Wang Fuzhi,in Zhexue da cidian 1985,p.256)關於實體的變動表象，

王夫之歸因於人類的關鍵角色和其創造新事物的能力。這種能力代表著一個社

會變遷的前條件(pre-condition)和可能性。夏甄陶總結王夫之哲學的進步性：

王夫之強調人可以根據事物的本質和規律，通過實現活動改變事物的型態，創

造新的器物。有了新的器物，就有新的器物之道，比如人類沒有車馬以前「無

御道」，使用了車馬就有「御道」。(Xia Zhentao 1996b,p.354)(p80)

(這裡的引文看來不是講名實，討論看來是道器關係。)

李賢中教授：

這之中的理路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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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振崑教授：

或許講求「器」，使王夫之更重視「實」。

李賢中教授：

是否可從「知名而不知實」來看？表示實是會改變，再跳到器物的變動。

陳振崑教授：

如李賢中老師所說，王夫之是強調實，是講本體的變動，但如沈享民老師所說，

何不區分清楚？但講本體論，也是以往的習慣，勞思光先生就不太同意，不認

為一定要有本體的假定，而可以直接從語言上談。

陳振崑教授導讀：

12.2 Ontological suppositions 本體論的種種假定

1.跟隨張橫渠的氣本論：王夫之在他的本體存在(ontological entities)中已

經建立了實有(reality)的機械性結構。就我們所知，張橫渠(Zhang Zai)把｢

實體｣(substantiality)或｢物質屬性｣(material substance)意義的｢氣｣(qi)

概念安置在他的思想系統的中心地位，在此，王夫之跟隨了張橫渠的基礎思

想。張橫渠認為實體代表了依據｢理｣(principle,li)所建構的基礎本體存在。

在此，｢理｣不再是一個位居與實體(氣)同等及兩極位置，而只是代表｢氣｣的諸

內在本質中的一個本質而已。

(以氣為張橫渠的思想中心，我是存疑的，因張橫渠「太虛」與「氣」，是放在

一起講的，不只是專講氣，又講「太虛」、「神化」。大陸學者就有專書《虛氣

相即》。)

沈享民教授：

張橫渠看似以氣為本，但氣是否是根本原理？如果虛與神比氣更根本，則張橫

渠不是氣本論。

陳振崑教授：

張橫渠以水與冰的物理變化，描述氣與太虛變化，冰是水，水是冰，張橫渠也

是太虛、氣、萬物三種狀態一起談，而杜保瑞教授則以為是氣的聚散，但我以

氣散為虛，而為什麼一定是用氣。張橫渠也沒說太虛更為根本，只是可以不用

氣本論。

李賢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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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虛是否為虛霩？

陳振崑教授：

太虛應該是接近虛霩。

沈享民教授：

雖然氣的運動，但背後是否有推動氣運動的動力？如果是，則不是氣本論，這

就是牟宗三先生的解釋。

陳振崑教授：

張橫渠有本身也沒有一篇叫〈氣篇〉，而有〈太和〉等等。南華顏老師也曾問氣

是形上形下，我以為氣的運動，氣是形而下，太虛、神是形而上。

李賢中教授：

如此就不是氣本論。

陳振崑教授：

但是唯物論學者以為，氣是本，神只是推動的功能。與張橫渠相比，王夫之更

明顯重視物質。

沈享民教授：

但張橫渠也說過太虛是氣之本體。虛是形上本體，氣本論就不成立。

陳振崑教授：

張橫渠會講「虛」，是相對於老子的「無」、佛教的「空」，他誤解老子，以為「無」

是沒有了，所以以幽明來談生死，以「太虛」是實有，王夫之則以氣更真實，

走向形而下之「氣」、「器」，講天下惟器，說王夫之是氣本論可以接受，但張橫

渠是否是氣本論？可再討論。

陳振崑教授導讀：

2.｢理｣只是｢氣｣的功能：類似於新儒家的實在論思潮，王夫之把｢理｣觀念看成

一個包含所有自然法則(natural laws)的初步(primary)觀念。王夫之強調這

些自然法則是必要的，而且先天內在於每一存有物之中。因此，｢理｣被降低為

實體(氣)的功能，｢理｣被包含於 實體(氣)之中，因此不能離開實體(氣)而存

在。無論如何，王夫之把實體(氣)確切地視為是首要的，物質的(material)實

體和理念的(ideal)｢理｣兩者之間的關係不是一種兩極的(bipolar)或相互的

(correlative)關係。(p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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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天下惟器而已：王夫之有時依據傳統的兩極相對的範疇｢道｣(dao)與｢器｣(qi)

來描述理與氣的關係。｢道｣在《易經》中被理解成｢道路｣(a way)、｢方法｣(a

method)；｢器｣則原初意指｢容器｣(a vessel)、｢器具｣(an instrument)、｢工

具｣(a tool)。在此，非常不同於宋明新儒家的主張｢懸道於器外｣、｢離器而言

道｣；王夫之主張：｢天下惟器而已｣、｢道在器中｣。就我們所知，朱子從《易

經》分別地用｢道｣與｢器｣表現形上與形下的範圍。雖然這個分辨已經存在於最

早期的原始哲學經典之中，但是它只以新儒家二元論的外觀獲得一個概略的本

體論意義。王夫之以唯物論的觀點而不是以觀念論的觀點，重複地否定這個形

上形下的分辨。王夫之說：｢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謂之道之器。｣雖然｢道｣

與｢器｣如同｢理｣與｢氣｣被王夫之看成一個銅板的兩面，但是這個銅板的基礎實

體是物質的｢器｣，而｢道｣只是｢器｣的功能。(p82)

(這裡，勞思光先生以為王夫之以矛盾之處，既然道器是銅板兩面，為什麼只能

說道是器之道，卻不能說器是道之器？)

4.空、無的否定：從形上形下的分辨(之否定)更進一步，王夫之一貫地維持以

機械性與物質性來理解存有(being)，從此獲得了極端重要的本體論發展，在

中國哲學中代表著一個新奇的成就：王夫之說：｢人之所見者為太虛也，氣也。

虛涵氣，氣充虛，無有所謂無者。｣(Wang Fuzhi1991,V,p.248)在此王夫之同

時否定了｢空虛｣(emptiness)與｢絕對的缺乏｣(absolute absence)兩者的｢非存

在｣(non-existence)。

王夫之用本體論論證維護了這個命題：｢言無者，既於言有者而破除之也，

就言有者之所謂有而謂無其有也，天下果何者而可謂無哉？言龜無毛言犬也，

非言龜也，言兔無角，言鹿也，非言兔也。言者必有所立，而後其所成，今使

言者立一無於前，博求之上下四維，古今存亡而不可得窮矣。｣(Wang

Fuzhi1995,”Nei pian”,p.11) (p83)

(王夫之重視《易經》，講陰陽混合，那為什麼要講天下惟器？)

李賢中教授：

王夫之是否是為現實政治考量，以反清為重，講物各有性，而不重視理論的一

致。

陳振崑教授：

但王夫之抗清失望後，有近四十年學術研究，他是否有隱含意義？可再研究。

李賢中教授：

第 83 頁引文，「言龜無毛言犬也，非言龜也，言兔無角，言鹿也，非言兔也。」

這段應該如何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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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振崑教授：

當你說龜無毛，其實你講的是狗，而不是講龜；你說兔子沒有角，你其實是說

鹿，而不是兔子，而「無」，則實在說存有的缺乏，無也不是絕對空無，也不是

老子講的，比「有」更基礎。

陳振崑教授導讀：

12.3 Methods of comprehension 理解的各種方法

1.王夫之對於｢非存在｣(non-existence)的否定以及他對於獨立存在於人類感

知(perception)(之外)之客觀實有的強調，也反應在他的｢感覺知識論｣

(epistemology of perception)的基礎觀念上。依據這個觀點邏輯推論的結

果，就會否定任何｢內省的｣(introspective) 理解方法。(p84) (內省也許是

不需要人證成，如痛，是你自己知道，不過在此內省也許是中性的用法。)

王夫之因此憂心他同時代的知識分子如同政治界與社會，普遍地籠罩在內省方

法的危險之中，因而以一種不負責任的態度面對自己與他人、國家與社會。王

夫之批評新儒家中的觀念論潮流，特別是心學派(the School of Mind)最重要

的代表陸九淵與王陽明。王夫之說他們：｢今使絕物而始靜焉｣、｢絕學而遊心

於虛｣。

2.理智與感覺並用形成知識：王夫之極度反對被當成新儒學觀念論者之理解方

法之中心的「先天知識」(innate knowledge) 。因為他認為以此本能的直覺

方式(instinct)獲得知識，有如動物一般。人若以此本能方式獲取知識並依此

行動，將與「人道」(human nature)相牴觸。依據王夫之，人獲取知識的途徑

是必須經過理智推理(rational reasoning)專門地引導所收集來和加工過的感

覺經驗所接受的與料(empirically perceived data)所一起形成的。王夫之

說：「聰必歷於聲而始辨，名必擇於色而始晰，心出思而得之，不思則不得。」

他對於心學派主張「不學而能，不思而得」的先天知識極度反對。(p85)

3.學思兼顧：王夫之在知識論方面採用新儒學的實在論者的理解方法，諸如｢格

物｣(exploring things)。王夫之首先把｢格物｣與｢學｣(learning)視為同一事

物，而｢學｣包含了｢透過感官知覺對於外在實有的觀察｣和｢研究｣。有了｢學｣

還要補上｢思｣(reasoning)，只有兩者兼顧才能達到｢知之至｣(ultimate

knowledge)。因此王夫之說：「致知之途有二：曰學，曰思。」(p86)

4.學為主，思為輔：雖然如此，但是王夫之仍然強調｢經驗感知與證實｣

(verification)與｢思惟｣兩方面之間的關連。雖然兩者為了獲得理解都是必要

的，但前者(經驗感知與證實)仍然是首要的。理性思惟仍然要以｢經驗感知與

證實｣為先決條件。因此王夫之說：｢學問為主，而思辨補之。｣(p87)

12.4 The subject(neng 能) and object(suo 所) of cognition 認識的主體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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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

1.理解活動的體與用：關於理解(comprehension)，王夫之的世界被分成兩個基

本部分，而形成可自己體現為關鍵的雙極範疇：「體」（本質，形體，而具體

的物理或物質）和「用」（應用，功用，適用性）。不過，後者(功能或適用

性)只能是確定對象的性質而已。王夫之說：「用者必有體而後可用。」因此，

物理的形體，或更嚴格的中文表達為「具體」(incorporation)或「本質」

(essence)是最首要的。如果沒有物理的形體，它不能有功能或應用。

2.以氣為本以解釋體用關係：雖然王夫之也承認若沒有功能，對象亦不可能存

在。(器不離道) 但是，他忽略了傳統中國互補的(complementary)世界觀，仍

然使用類似於他了解「氣」與「理」(matter and idea)之關係來解釋這種「具

體」(incorporation)和「適用性」(applicability)之間的關係結構。

3.｢能｣、｢所｣範疇的分析：在認識論的意義上說，王夫之確認「適用性」相對

於物質本質基礎而言，只是一種潛能而已。王夫之界定｢能｣是｢理解的潛能｣

(the potential for comprehension)，｢所｣是｢物質基礎｣(material basis)，

他說：「所謂能者即用也，所謂所者即體也。」(p88)王夫之承認這都是借自

佛教的術語表達。不過，他認為第一個發明這樣區分的不是佛教，而可以追溯

到儒家的傳統經典：《易經》和《中庸》。王夫之關於認識主體和客體的理論，

體現在他關於｢能｣、｢所｣範疇的分析中。他說：｢所謂能者即思也，所謂所者

即位也(大易)……所謂能者即己也，所謂所者即物也(中庸)｣

4.與佛教空理的同異：在佛教教義的背景下，無論是｢能｣(neng)，其中牽涉到

主觀認識和理解的主體；或是｢所｣(suo)，其中牽涉到外在事物的實有和理解

的對象)，基本上兩者的本質都是空的(有如幻化 illusory)。無論如何，王夫

之收攝前述｢能｣、｢所｣兩者在理解的物質決定世界，並以類似於｢用｣與｢體｣的

關聯來確定它們兩者的關係，而後者｢體｣是作為主要和決定性的因素。

5.感官功能的強調：當然，｢能｣作為理解潛能，也不是一個獨立的實體(an

independent entity)，它是與理解的具體主體和心靈相連結的。物質的決定

功能表現在感官，沒有他們，理解的潛能將是不可能的。王夫之說：｢能，取

諸耳目心思之用。｣(p89)

李賢中教授：

王夫之所談的主客，是等量齊觀嗎？主客是否是同樣的等級？王夫之以為客體

不含攝在主體中，否則是佛教萬法唯識的說法，但王夫之似乎沒談認識主體強

弱不同的問題。

陳振崑教授：

在王夫之強調主客兩邊的架構下，也許可以推出，兩者是相同等級。而在第 89

頁，羅亞娜教授表示，王夫之是以體主要的、決定的因素，表示 phys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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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stance as the primary and determinant factor。張立文教授則以為王夫

之是能所並重。

李賢中教授：

他是否是針對佛教萬法唯識，強調要重視客體那邊？

陳振崑教授：

但王夫之只是針對佛教？還是普遍以體為重？

另一個問題是，在 89 頁，提到「能」不是獨立的實體，是與 concrete subject

相關聯，這個 concrete subject 是什麼？

李賢中教授：

這個 concrete subject 是否指「心」？「心」看似是後設的主體。

陳振崑教授：

如果「能」的背後是「心」，這個「心」是什麼？在此羅亞娜教授沒明說。

黃偉雄助理：

在第 89 頁，提到 our mind has to concrete thoughts，思是由心所出。

李賢中教授：

這裡又說「心不待思」。「心」在王夫之的知識論，是需要討論的問題，但這裡

沒有討論。

陳振崑教授：

所以「心」不是「能」，「能」只是功能。「心」還要再討論。

陳振崑教授導讀：

12.5 Knowledge(zhi 知)and action(xing 行)

1.知行關係：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兩極範疇(the bipolar category)的理論及

其闡發，決定了認識和行動，理論和實踐之間的關係，乃屬於古代中國知識論

的中心論述。因為王夫之是少數開發了理解的系統性知識論體系的中國知識論

學者之一，他必須處理這種雙重範疇。

2.以行動為首要，而對於老子內省法的批評：根據他的唯物主義的實在論，相

對於｢知｣而言，行動或實踐都是首要的。(p90)在王夫之對於知行關係的定義

中，他發展了對於傳統唯我論者的批判，其中一般包括老子。老子尋求基於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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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和直觀地適應宇宙法則之知識，也是王夫之批評的對象。在他的評論老子的

話語中，王夫之不能掩飾這些內省方法對他而言是多麼愚蠢和原始。

3.對於王陽明與朱熹的批評：他對於王陽明主張｢知行合一｣的批評亦不寬容。

他批評王陽明｢以知為行，則是以不行為行。｣王夫之認為知與行事實上是相連

結的(connected)。他說：｢知行，互相為成，並近而有功。｣知與行的關係是

嚴格的｢階層組織｣(hierarchical)，而知識的獲得只能通過行動。例如，我們

能夠認識到食品和飲料的味道只有當我們真正品嚐它。(p91)在這方面，王夫

之也反對新儒學的實在論，特別是朱熹，相對於行動，朱熹強調知識的優先性。

而王夫之認為知識來自於行動，因此，行動自然是首要的也是決定性的因素。

他以中國象棋為例，指出只在理論上學習規則，而實際上並沒有玩遊戲是毫無

意義的。

4.循著荀子的觀點而強調行動的優先性：關於知識與行動之間的關係，王夫之

似乎同意作為法家之先驅者的儒家哲學家荀子的看法。荀子說：｢聞之不若見

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王夫之也在階層上建立了一個類似的過

程。王夫之說：｢聞見之知，不如心之所喻，心之所喻不如身之所親行焉。｣因

為行動或實踐與具體的、現實的實有是分不開的，就王夫之而言，行動比知識

更為真實。因為知識只是實有的抽象化(abstraction)，進而可以被視為只是

實有的扭曲。因此任何知識只有在能表達實有的意義，而建立在行動的基礎之

上時才能是真實的。任何知識如果沒有建立在具體的實踐之上則不能是真實

的。王夫之說：｢知者非真知也，力行而後知者真也。｣(p92)

B.問題討論

1.王夫之主張｢天下為器而已｣如何與｢道器不離｣不相衝突？

2.王夫之主張唯物論的存有論？他如何肯定認識主體的存在？關連認識主體的

｢能｣不是獨立的實體？那｢具體主體｣、｢心靈｣究竟如何可能？

3.王夫之以體(氣)為本的理解是｢攝能於所｣？對比於佛教之｢攝所於能｣？

(「能」如何放入「所」？)

4.王夫之以體(氣)為本的理解如何與｢以用為重｣的知行關係相融貫？

(上面也有談這個問題，從這裡來看，王夫之也許比王陽明更重視實踐。)

李賢中教授提問：

王夫之重視實踐，而「心」又是背後的主體，「心」跟「行」的關係為何？這是

否和孟子的「心」有關？當然這只是聯想。也許王夫之的原典重視「心」，但羅

亞娜教授沒有放進來。這可牽涉到剛才說的，材料問題，也許對這個主題的材

料不夠周全。

陳振崑教授：

也許引用唯物的學者，比較少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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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結尾：

下一次討論的時間，是 5/1 星期六下午 13：30~17：30，主講人是馬愷之教授、

孫長祥教授。


